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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股份份代代號號：：1955））

Hong Kong Johnson Holdings Co., Ltd. 
香香港港莊莊臣臣控控股股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莊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財務摘要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1,224,108 1,514,163 (19.2%)
毛利 82,249 145,647 (43.5%)
毛利率(%) 6.7% 9.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3,909 67,431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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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5 1,224,108 1,514,163

服務成本 (1,141,859) (1,368,516)
  

毛利 82,249 145,647

其他收入 6 4,868 1,03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417 586
應收賬款（撥備）╱撥回撥備 (660) 1,132
行政開支 (45,855) (64,331)

  

營運溢利 44,019 84,070

融資成本 7 (3,230) (2,832)
  

除稅前溢利 40,789 81,238

所得稅開支 8 (6,880) (13,807)
  

期內溢利 9 33,909 67,43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已扣除稅項）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3,909 67,431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1 6.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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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9月30日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86,819 112,183
使用權資產 32,112 39,0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11,996 12,133
遞延稅項資產 1,116 83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2,043 164,16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3 578,347 413,2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917 27,166
存貨 482 31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9,369 24,806
銀行及現金結餘 406,543 422,041

  

流動資產總值 1,025,658 887,59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21,801 40,328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 286,247 337,744
應付股息 25,000 –
一名控股股東所提供貸款 – 2,000
銀行及其他借款 15 173,851 20,930
租賃負債 5,365 7,455
即期稅項負債 13,634 4,965

  

流動負債總額 525,898 413,422
  

流動資產淨值 499,760 474,17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31,803 6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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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撥備 407 3,378
銀行及其他借款 15 23,268 30,905
租賃負債 7,245 10,572
遞延稅項負債 11,065 12,575

  

非流動負債總額 41,985 57,430
  

資產淨值 589,818 580,909
  

權益
股本 16 5,000 5,000
儲備 584,818 575,909

  

權益總額 589,818 5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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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8年7月9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
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4th Floor，Harbour Place，103 South 
Church Street，P.O. Box 10240，Grand Cayman KY1-1002，Cayman Islands。
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43號航天科技中心11樓。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從事提供清
潔、潔淨及其他相關服務。

2.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不包括一般載於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所有附註。
因此，該等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包括估計不確定
因素的主要來源）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與其業務有關及於2022年4
月1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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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2022年3月31日及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自2022年4月
1日起生效，惟並無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即於香港提供清潔、潔淨及其他相關服務。因此，
本集團僅有一個單一可呈報分部，且該分部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的所有業務均於香港進行且本集團於期內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乃於香港產生及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故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5. 收益

本集團的業務及主要收益來源為上一年度即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所述者。本集團的收益源自清潔、潔淨及其他相關服務收入。

收益分類：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疇的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清潔、潔淨及其他相關服務收入 1,224,108 1,514,163

  

收入確認時間
隨時間轉移的服務 1,224,108 1,51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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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59 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39 50
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就業計劃的 
政府補貼 3,087 –

其他政府補貼（附註） 1,583 966
  

4,868 1,036
  

附註： 有關款項指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獲得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政府補貼及其他補貼（2021
年：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獲得一筆過補貼項下有關合資格車輛的政府補貼、若
干車輛退役特惠金及其他補貼）。

7.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利息 370 598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2,849 2,206
一名控股股東所提供貸款利息 11 28

  

3,230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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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8,669 13,146

遞延稅項 (1,789) 661
  

6,880 13,807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毋須於該等司法權區
繳納任何所得稅。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
香港利得稅撥備。

9. 期內溢利

本集團的期內溢利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呈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269 17,0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40 5,607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淨額 (3,554) (458)
應收賬款撥備╱（撥備撥回） 660 (1,132)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22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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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不就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21年：無）。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已於2022年9月9日
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其後於2022年10月10日派付。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33,909 67,431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00,000 500,000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
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210,000港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7,99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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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581,130 415,384
應收賬款撥備 (2,783) (2,123)

  

578,347 413,261
  

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525,466 393,359
91至180日 41,730 20,129
181日至1年 12,535 1,456
1年以上 1,399 440

  

581,130 415,384
  



– 11  –

14. 應付賬款

按收取貨物或服務日計算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9,324 22,657
31至60日 1,576 16,448
61至90日 864 1,185
90日以上 37 38

  

21,801 40,328
  

15.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保理貸款 163,093 8,779
其他借款 34,026 43,056

  

197,119 5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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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償還狀況如下：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73,851 20,930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0,779 12,708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12,489 18,197

  

197,119 51,835
減：於12個月內到期償付的款項 

（於流動負債項下列示） (173,851) (20,930)
  

於12個月後到期償付的款項 
（於非流動負債項下列示） 23,268 30,905

  

年利率如下：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保理貸款 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1.6%
至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1.9%

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1.65%

至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1.9%

其他借款 4.23%至4.92% 4.23%至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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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2年3月31日（經審核）及 
2022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3,000,000,000 3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2年3月31日（經審核）及 
2022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500,000,000 5,000

  

17. 或然負債

(a) 履約保函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3月31日，有關銀行為本集團清潔、潔淨及其
他相關服務項目按金及僱員補償保險合約發出的履約保函的或然負債
分別約為404,854,000港元（未經審核）及422,856,000港元（經審核）。履
約保函以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應收賬款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作抵押，並由本公司作出擔保。

(b) 訴訟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涉及數宗有關其現任或前任
僱員及第三方人身傷害的持續訴訟及申索，扣除估計保險免賠額後，
估計申索金額分別約為2,420,000港元（未經審核）及3,072,000港元（經審
核）。本公司董事認為，已根據保單計提保險免賠額撥備，預期本集團
的保單足以涵蓋超出保險免賠額的估計成本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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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聯方交易

(a)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該等關聯方交易及結餘外，本
集團於期內與其關聯方有下列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向一間關聯公司支付的合規顧問費（附註1） 180 331
一名控股股東所提供貸款的已付利息開支
（附註2） 11 28

  

附註1： 該關聯公司與本公司有共同股東 － 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

(b) 以下與關聯方之結餘已記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 於2022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名控股股東所提供貸款（附註2） – 2,000
一名控股股東所提供貸款的 
應付利息開支（附註2） – 29

  

附註2： 該控股股東為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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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基本薪金及津貼 7,116 9,070
花紅 3,256 15,90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66 694

  

10,838 2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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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是香港首屈一指的環境衞生服務供應商，服務範圍涵蓋全港九新界，所
提供的清潔服務包括樓宇校園清潔、公園及康樂場地清潔、街道清潔、消毒服務、
防治蟲鼠服務、垃圾運輸服務和環境改善服務等。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224.1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19.2%。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約9.6%下降至6.7%，主要由於市場競爭激烈所
致。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截至2021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約67.4百萬港元減少約33.5百萬港元或49.7%至約33.9百萬港元。該減少
主要來自服務的毛利減少約63.4百萬港元，部分受行政開支及所得稅開支減少所
抵銷。

業務回顧及前景

於本期間，全球局勢動盪多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肆虐，環球經濟前景
不容樂觀，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通脹高企，隨之而來的「加息潮」及貨幣緊縮政
策，進一步打擊疲弱的經濟。同時，疫情管控措施無可避免對香港企業經營造
成衝擊，亦嚴重影響人力資源市場及貨物供應鏈運作，加上能源價格持續上升，
為企業成本管控能力帶來嚴峻考驗。儘管經營環境充滿挑戰，香港市民及企業
的整體衞生水平意識因疫情持續提升，整體清潔及消毒的需求仍然強勁。有賴
於我們管理團隊的豐富經驗，前線團隊提供的優質服務，以及客戶對我們的信任，
使清潔業務於政府部門市場競爭激烈情況底下，非政府部門業務收入仍能實現
穩定增長並保持理想續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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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運輸業務方面，憑著專業營運團隊不懈努力及充足資源投放，服務收益於
本期間維持可觀增長，業務規模已見雛型。集團於本期間內堅守香港機場貨運
站垃圾運輸服務的領先地位，同時成功為集團附屬子公司－莊臣環保有限公司
申請納入食物及環境衞生署服務供應商名單，並藉機拿下數份短期合約，取得
階段性進展，有望於往後更進一步打開政府線市場。儘管服務收入持續增長，
但盈利能力方面因受到汽車燃油價格持續高企問題的不利影響，服務成本大幅
上升，以致毛利率持續受壓，盈利狀況仍有上升空間。另一方面，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條例預期將於明年下半年正式推行，集團正積極為客戶進行講解，共同
作好準備。

分銷代理業務方面，本集團持續豐富代理產品目錄，致力為客戶提供切合需求
的環境衞生服務創新科技產品及設備，例如全自動化智能清潔消毒機械人和抗
菌塗層服務。同時於投標項目內積極引入創科產品作為增值服務，增強集團投
標競爭力，並拓展高端商業客戶群。於本期間，本集團亦為香港文化中心、多
個康體場地及院校等提供抗菌塗層服務，為社區抗疫出一份力。

另一方面，香港蟲害鼠患問題不絕，有見及此本集團正積極發展專業蟲害管理
業務。有別於一般的防治蟲鼠服務，綜合蟲害管理是一種利用早期防控措施進
行蟲害風險管理的整體性方案，再配合良好的衞生程序，以及持續性的廣泛監督，
從而減少潛在蟲害感染的風險。同時，亦預期新業務與清潔本業將形成交叉銷
售新機會，亦能善用分銷代理業務的創新科技消毒產品提供服務，產生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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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政府高度重視環境衞生議題，成立了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及環境及生態
局主力推動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專責處理多個地區環境衞生和街道管理
問題，政務司副司長更親自視察全港多區街道，可見政府處理環境衞生問題的
決心。本集團作為香港最大的綜合環境衞生服務供應商之一，將繼續全力配合
政府於環境衞生方面的工作計劃，提供優質而全面的綜合環境衞生服務，協助
政府實現構建可持續發展，綠色宜居香港的願景。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以清潔作為業務核心，同時發展新業務豐富本集團業務
結構，不斷開拓創新，引進更多人才加強內部管理能力。並且通過戰略併購，
加速集團整體業務發展，深化鞏固本地市場地位及切入大灣區市場，目標打造
莊臣成為中港兩地智慧城市環衞一體化綜合企業。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分別約為1,224.1百萬港元
及1,514.2百萬港元，減少約290.1百萬港元或19.2%。該減少主要由於市場競爭激
烈導致來自政府客戶的收益減少，因清潔業務來自非政府部門市場的收入增加
而被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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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本

服務成本主要包括勞工成本、清潔材料成本及車輛開支。截至2022年及2021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服務成本分別約為1,141.9百萬港元及1,368.5百萬港元，分別佔
本集團相應期間的收益約93.3%及90.4%。服務成本佔本集團收益的百分比增加
約2.9%，主要由於市場競爭加劇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82.2百萬港元，較2021年相應期
間約145.6百萬港元減少約63.4百萬港元或43.5%。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整體收益下
降。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分別約為6.7%及9.6%。
誠如上文所述，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市場競爭激烈所致。收益減幅高於服務成
本減幅，從而令毛利率下降。

行政開支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分別約為45.9百萬港
元及64.3百萬港元，減少18.4百萬港元或28.6%。該減少主要由於管理人員薪酬
及員工開支減少。於本期間，本集團將繼續就行政開支實施預算成本控制措施。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為銀行借款的浮動利息開支。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融資成本分別約為3.2百萬港元及2.8百萬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約0.3%
及0.2%。該小幅增加主要由於期間內平均利率上升影響。



– 20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的本集團期內溢
利分別約為33.9百萬港元及67.4百萬港元，減少33.5百萬港元或49.7%。該減少主
要由於上述原因的綜合影響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透過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流入為流動資金及資本需要提供資金。於
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結構由權益約589.8百萬港元（ 2022年3月31日：
580.9百萬港元）、銀行及其他借款約197.1百萬港元（2022年3月31日：51.8百萬港
元）、租賃負債約12.6百萬港元（2022年3月31日：18.0百萬港元）組成。

應收賬款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應收賬款淨額約為578.3百萬港元（2022年3月31日：
413.3百萬港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政府部門客戶延遲結算應收賬款。政
府部門客戶在本期的結算速度較慢，這與其過往結算模式一致，其一般在香港
政府的財政年度結束時（即3月）比一年中的其他時期更快地結算其發票。本集團
預期向這些客戶收款不會有任何重大困難，並將繼續改善信貸及收款管理。

現金狀況及可用資金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營運資金由融資現金流撥付。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406.5百萬港元（2022年3月31
日：422.0百萬港元）。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約29.4百萬港元（2022年3月31日：
24.8百萬港元）以擔保本集團的銀行融資。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
約為2.0倍（2022年3月31日：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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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總額約為286.7百萬
港元（2022年3月31日：341.1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應計員工成本及撥備減
少。這與收益減少大致一致。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約為197.1百萬港元（2022年3月31
日：51.8百萬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經營活動的資金需求增加，特別是本期間
由於上述政府部門客戶結算速度緩慢所致。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銀行融資
總額度（包括透支及循環貸款融資、保理融資及擔保額融資）約為2,041.9百萬港
元，其中約1,474.0百萬港元尚未動用。

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約為35.6%（2022年3月31日：12.4%），
按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將所得價值乘以100%計算得出。本集團的債務總
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名控股股東所提供貸款以及租賃負債。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位於香港的本集團實體的功能
貨幣計值，故本集團面臨的外幣風險極低。本集團現時並無就外幣交易、資產
及負債設立外幣對沖政策。本集團一直密切監察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
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資本開支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
本開支總額分別約為0.2百萬港元及18.0百萬港元。資本開支主要由於購置車輛
以提供環境衞生服務而產生。其主要由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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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2022年3月31日：無）。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銀行存款、應收賬款、
使用權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以擔保銀
行及其他借款、為清潔、潔淨及其他相關服務項目的按金發出的履約保函以及
租賃負債。

或然負債

(a) 履約保函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3月31日，有關銀行為本集團清潔、潔淨及其他相
關服務項目的按金及僱員補償保險合約所發出履約保函的或然負債分別約
為404,854,000港元及422,856,000港元。履約保函以已抵押銀行存款、應收賬
款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作抵押，並由本公司作出擔保。

(b) 訴訟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涉及數宗有關其現任或前任僱員
人身傷害的持續訴訟及申索，扣除估計保險免賠額後，估計申索金額分別約
為2,420,000港元及3,072,000港元。本公司董事認為，已根據保單計提保險免
賠額撥備，預期本集團的保單足以涵蓋超出保險免賠額的估計成本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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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有逾11,000名僱員（2022年3月31日：逾13,000名僱員）。
薪酬乃參考市場條款並根據每名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酌情花紅
乃根據各個人表現向僱員發放，作為其貢獻的認可及獎勵。此外，本集團於本
期間進行營運安全、辦公室及管理技能等各項培訓活動，以提升前線服務質素
及加強辦公室支援。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21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以保障其股東利益並提升企業價值
及問責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原則及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審閱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本公司的本期間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現時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為范招達先生、汝婷婷女士及梁兆康先生）審閱，
且已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香港執業會計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
進行審閱。



– 24  –

刊載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johnsonholdings.com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本期間的中期報告將適時向本公司
股東寄發及將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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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香港莊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謝輝

香港，2022年11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伍振民先生（行政總裁）及李壯博士（副總裁）；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謝輝先生（主席）、金亮先生、顏俊先生、李妍梅女士、李詠怡女士、
王玲芳女士及周文杰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招達先生、官玉燕博士、
康錦里先生、梁兆康先生及汝婷婷女士。


